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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前5个月互联网企业
收入增速回落，但行业仍不乏
发展亮点。其中，前5个月数据
服务收入同比增长高达36.5%

在首届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上，面对补贴退坡、竞争加剧等挑战，专家热议——

补贴少了，新能源车企咋干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郭静原

面对补贴退坡大趋势，

新能源汽车发展迎来了新挑

战。显然，仅靠低成本策略

难以抵消补贴退坡的压力。

对此，除了政策引导之外，

不少车企选择了以科技创新

应对挑战，以平台化发展降

本增效，以智能化产品打开

市场空间——

增速下降 亮点颇多

互联网数据服务“很吃香”
本报记者 陈 静

刚刚过去的 6 月份，是新能源汽车
补贴政策的分水岭，不仅国家补贴标准
降低了50%以上，地方政府补贴在经过
3个月过渡期后，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7月2日，首届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
在海南博鳌开幕，业内专家和车企代表
围绕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技术创新及
多元融合等热点话题展开讨论。

市场变革一触即发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以及补贴退坡等
产业政策调整情况下，新能源汽车产业

“风往哪吹”？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
协主席万钢表示，电动化、智能化、共享
化正推动全球汽车产业迎来大变革。

“电动化、智能化、共享化推动着汽
车能源动力、生产运行、销售使用的全面
变革，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度、广度改
变着全球汽车产业，这不仅为汽车产业
发展赋予了新动能，也带来了重塑世界
汽车能源格局、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性机遇。”万钢说。

上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陈志鑫
认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面临“整装
再出发”的机遇期，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

补贴逐渐退坡，到2020年底完全取消补
贴，新能源汽车发展出现了明显放缓迹
象，产业整体处于由政策主导向市场主
导的过渡期。

“补贴的退出使得未来市场优胜劣
汰形势更加严峻。企业要练好电池、电
机、电控等电动化基本功，保障产品质
量。”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理事长陈清泰
指出，核心零部件和系统软件开发仍是
产业发展的弱点和痛点，政府和企业应
深刻洞察市场，及时调整应对。

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透露，目前工信
部正在牵头开展《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
划（2021—2035年）》的编制工作。考虑
以降低资源消耗强度和改善生态环境为
导向，激发企业的自主创新动力和活力。

做强平台降本增效

“伴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规模不断
壮大，新能源汽车整车和动力总成将由
基于传统车型改造向全新平台化过渡。
平台化可显著缩短生产周期、降低成本
并提高效率，充分发挥电动技术的优

势。”科技部副部长、中国科协副主席王
曦表示，未来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将呈
现专利免费、技术共享和平台开放的开
源化趋势。

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是不争的事
实，这对新能源汽车企业的技术研发能
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陈志鑫看来，低成本策略难以抵消
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的压力。“因此，要坚
持技术进步以满足更高的产品要求，完善
技术布局以应对更大的成本挑战。通过对
系统集中度的优化设计来提高产销量，使
其成为平台化产品，同时降低产品生命周
期内的使用成本，为用户创造更大价值。”

成立于 2016 年的博郡汽车作为新
晋汽车品牌，着眼“平台化”不断挖掘产
业潜力。该公司 CEO 黄希鸣告诉经济
日报记者，打造好的电动汽车平台才能
把产品做好，正向开发的纯电动汽车平
台不仅是决定续航里程、整车性能的关
键，更是保障电动汽车产品安全的基础。

威马汽车合伙人、资深副总裁徐焕
新认为，为了支撑产业链和产品开发、制
造能力，智能制造更是其中重要一环。

造车新势力进场角力，老牌企业也
不断创新。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常务副总经理李赫埈表示，现代汽车
的最终目标是覆盖整个氢能价值体系，
推动氢能智慧发展，研发氢燃料电池车
技术并刺激投资，以拓展新的市场空间。

智能产品打开市场

“电动化是上半场，智能化则是汽车
行业转型的下半场，包括车辆的自动驾
驶和人工智能体验。”比亚迪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王传福说，未来比亚迪将推出
游戏汽车、音乐汽车等，创造全新的用户
体验。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马仿列也认为，未来汽车将不仅是
交通工具，还将成为智能移动终端，打造
集办公、社交、通信、休闲、支付等于一体
的生活空间。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5G商用牌照的
发放，车联网将爆发出极大潜能。“互联
网技术和智能手机普及进一步促进了车
联网的创新与发展，使其成为汽车行业
变革中的显著趋势。”戴姆勒大中华区执
行副总裁冷炎介绍，奔驰推出了第六代
车联网系统，用户可以与机器对话，并最
终到达你想去的地方。

在应用方面，新能源汽车的场景也
将变得更加多元。“比如货物运输，新能
源物流车凭借环保等优势，已经在深圳、
广州、北京等重点地区得到规模化推
广。在出行服务方面，无论是传统出租
车还是网约车，分时租赁等共享出行领
域都具有高频次的使用特征和追求经济
性的模式需要。”北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徐和谊认为，做细做实场景化应用将
释放更大市场潜力，成为新能源汽车下
一阶段快速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徐和谊指出，当前新能源汽车行业的
能源服务体系及电池回收系统仍不完善，
充电设施服务滞后、过高的电池拆解回收
成本等问题还未得到较好解决，未来仍需
继续推动模式创新和技术积累，联合上下
游优质资源，持续完善产业生态化。

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展示区，赛麟汽车展出旗下首款城市微型电动车迈迈。
本报记者 郭静原摄

工信部7月2日发布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1月份到5
月份，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简称互联网企
业）完成业务收入4282亿元，同比增长19.4%，增速比去年
同期回落4.5个百分点，但比一季度加快2个百分点。从整
体上看，互联网产业保持着平稳发展，行业数据则显示出整
个产业的掘金新方向。

虽然增速有所放缓，但互联网产业研发投入仍保持较
快增长。前5个月，全行业研发投入额达181.2亿元，同比
增长15.6%，依然保持较高增速，这不仅体现了互联网企业
对行业远期发展的判断，同时也在为行业创新持续“造
血”。来自市场研究机构普华永道的数据显示，在上市公司
研发投入支出方面，阿里巴巴已经连续3年成为中国公司
第一名，2018年为36亿美元，在全球排名第45位，腾讯和
百度则在国内排在第2位和第3位。

此外，互联网数据服务实现快速增长。在“互联网+”
深入推进和各行业信息水平不断提升的拉动下，作为关键
应用基础设施的互联网数据中心、云服务、云存储等业务实
现快速增长。前5个月，互联网企业完成相关的互联网数
据服务收入41.3亿元，同比增长36.5%；截至5月末，部署
的服务器数量达153.4万台，同比增长24.8%。互联网数据
服务快速增长，为产业互联网的快速推进奠定了良好基础，
随着5G落地，产业互联网将获得更大的成长空间。中国工
业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徐晓兰表示，5G 最大的特征是推进
人、机、物海量互联，具有大带宽、低延时、高可靠等特性，这
些特性使5G不只具有消费应用的前景，更能支持实体经济
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核心内涵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5G赋能工业互联网，将催生全新的工业生态体系，为工业
互联网跨越式发展提供坚实的技术保障，二者的融合将共
同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从地域上看，中西部地区的互联网产业
正在迎头赶上。1月份至5月份，我国中部地区完成互联网
业务收入117.4亿元，增速高达63.8%；西部地区完成互联网
业务收入 149.2 亿元，增长 25.3%，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腾讯研究院此前发布的《数字中国指数报告（2019）》也显
示，数字经济的红利正在加快向中西部地区下沉。更重要
的是，即使在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也在向低线市场快速延
伸。以数字文化消费增速为例，河南在数字文化消费方面
排名全国第3位，仅次于广东和江苏。分城市来看，郑州仅
排在第13位。这说明，河南低线市场的消费热情拉高了河
南的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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